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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放哪里來

确定狙一的真主的存在

我需要了解是堆Clj造 了我 ,了解 Clj造我的目的及我特月向何赴 ,

速种需求超逆我肘食物的需求。沒有食物也汻舍早致死亡 ,死亡是每

人都將遭遇的,它必定將在某 日降幅。但是如果死后真有申算,我卸

沒有遵循正道,我將借失天堂 ,我將受到Clj造者的恁罰。

送介宇宙有Clj造者喝 ?

在所有能江明真主存在的江据中,天性元疑是最有力的江据了 .

真主在古土銓中悅 : “
你舀達守其主主賦予人的本性 .” (多再人幸

‵3U市。 )

速就是理智所信服而旡需再加佐江的真相 ,因力在每介人的天性

中,都是承汏并确信速介世界的Clj造者的存在的°特別是白人們遭到

天文人禍、文雅疾病吋,每介人都很冉然地將共抬起 ,期望地看看天

空,等待看來自神炅的救助。速就是真主賦予人炎的本能的天性。

“
如果白天都需汪据 ,那麼海中的一切皆是幻影。

”

事央上 ,世界上只有少教人否汏 Clj造者的存在°思管如此,我們

也將列苹部分江据來江明速↑精密浩淼的宇宙有一介爸j造者。

宇宙的ㄏ袤是元法描迷的。月球和地球目的平均距离力三十八万

四千千米 ,而月光到迖地球的吋同逐不到兩秒°在我們生活的銀河系

內,光我妖一端射向另一端的吋同力九万光年 ,每一光年夠力十万伍

千米 ,那么我們銀河的寬度力九十万化千米°除此之外,逐有上百万

的河外星系,逐有在已知太空中存在的部分星宿需要几十化光年的距

萬。速些如此遙迒的距离是怎么回事 ?那我們逐尚不知曉的那些太空

同的距萬又是多少 ?

地球的体枳夠力一万化立方千米 ,太田的体枳比地球大一百三十

万倍。大犬座 VY的体枳又比太陌大九十化倍,而仙女座星云又是太阻

的上万化倍 .



是堆Clj造了速浩淼宇宙以及其中的天、地、人、劫物及植物?速

一切都是沒有一介Cll造者而自有的喝?逐是速介宇宙自己tll造 了自己?

(我們都知道,本身就不存在的來西是不能tll造任何來西的.)如果

是宇宙自己造了自己,那它在造自身前就垓存在,速祥它才可以央施

Cll造 ,而速元疑是介漻捻°ell造者怎能同吋又是被造者,其施者同吋

又是受施者?如果它在被造前就存在,它就不需要再造自己了;如果

在被造前它不存在,它又怎能進行Clj作 ?真主在古土銓中悅: “
是他

們瓜元到有被tlj造出來呢?逐是他們自己就是tIj造者呢?”  (山 岳

章 3E市。)

所以,宇宙的存在必定有介tlj造者°

那世界是否如部分人所洗的那祥,是自然而有的呢?但自然是速

介世界的一介組成部分,速介世界都沒有能力tlj造它自己,那其中的

一介部分怎么能tll造 自身呢?

那又是堆tll造了自然?力何自然沒有再像以前一祥雞鏤tll造,好

址我們看看它是怎祥Clj造万物的。

自然怎么能給予万物繁衍生息的能力,又是怎祥尸格地控制看速

种繁衍的秩序而不址它紊亂?假設速种繁衍生息毫元秩序可言,蝗虫

在几年內就能侵蝕地球上所有的綠色植被。

如果速介世界是偶然而成的,那在速次偶然之后,宇宙中所有物

体同的制度力何沒有迅速月于紊亂、混淆 ?

有人悅自然是茫然、元序地Clj造 了一切。但自然是沒有理智的 ,

一元所有者元法施舍于人°一介沒有苹果的人,又怎能給人苹果?自

己都不抈有理智的自然,又怎能給万物之炅的人奕贓予聽慧的理智呢 ?

自然又是怎祥址人知道真理最垓堅守呢?尤其是由真理和自己的

私利扺触吋,是准址天性沒有被泯天的人們在達背真理后党得有愧良

心呢?

有人舍悅B “是社舍刁俗近人莽成了美好的品德,盤而近人党得

做了借事就舍受到良心的進黃.” 那么,如果人的內心中不曾某賦看

道德釣束,力何社舍就逸掙了向著作力基本刁俗 ?



是准tlj造 了道德制釣?自然有德行喝?

如此精密有序的宇宙果真像有些人妄言般是偶然巧合而成的喝?

偶然巧合可能舍友生在部分事件中,但印元法友生在所有的事情中。

土我們苹介數字概率的例子來看看宇宙偶然戶生的洗法有多荒漻 .

我們拿出十強紙片,在上面依次与上 1到 1U的數字,將速些紙片

放入一介箱子后均勻搖晃,直到數字1反序完全混亂°現在蒙上眼睛 ,

拭看而放里面按序抽出 1到 1U的教字:第一強抽出 1的概率力十分之

一,連欲抽出 1和 2的概率是百分之一,按序抽出 1到 1U的概率力一

百化分之一。也就是現在抽錯一百化次之后,才舍有一次抽肘的情況 .

速伙伙是在十介數字之內的分配,那速介秩序須密的宇宙呢?

如果地球的体枳小于它現有的体枳,那地球上的引力就舍減少 ,

就元法現固住它上面的水和空气,速就和在月球上的情形一祥了。如

果地球的体枳大于它現有的体枳,引 力也就舍相庄增加,那地球上的

生命將元法生存,也舍隨即火亡。是准制定了如此适宜的体枳,是巧

合而成的喝?

同祥的道理,如果地球和太阻的距离再近一魚,地球就舍被太阻

燃燒貽思;如果它倆的距萬再迅一魚,地球又舍掠錯成冰。是
“
偶然

”

力地球逸擇了如此精确的距萬喝?

再來看看,地球貌太●●中心以吋速一千英里的速度旋特°如果它

以吋速一百英里的速度旋特,那白且和黑夜就舍次于現在的吋曰十倍 .

速祥一來,白天,所有的植物就舍被燒死,晚上又舍被添錯。反之 ,

如果吋速增加至┬万英里,那白憂和黑夜的吋同就是現在吋同K度的

十分之一。

再未看看保伊地球的大气居。如果它的厚度比現有的再薄一魚吋 ,

流星隕石就舍穿破它而墜落在地球上,然后粹地球燒千;反之,如果

大气居比現有的再厚一魚吋,劫植物所需要的光我就舍紊亂,杕而舍

因力沒有了光鋨而元法消天病菌,元法虍生雒生素°

太F● 也是如此,如果它的輻射少于現有的一半,我們定舍被掠死 ,

如果它多鎗我們一半輻射,我們定舍被燒成灰於.



址我們再采看看,空气中氧的含量夠力 219● ,如果氧含量增至 SU%,

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系西都成了易燃物 ,只要內屯吋的一魚魚的火花就

可以將任何/IN西魚燃°反之,如果氧含量降至 B9●,人們所需的民用物

資必定缺少,比如悅,人們就舍魚不看火。

吐我們再看看氧气和二氧化碳同速奇秒的夫系吧°速兩者夫乎看

所有劫植物的生命:人和劫物吸入氧气 ,排除二氧化碳 ;而植物卸吸

入二氧化碳,釋放出氧气.如果沒有速种循坏不息的完美交換,氧气

消耗完后,人和劫物就舍死亡。反之亦然 .

人奕的繁衍生息取決于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精子和卵子的

相互配合才舍戶生胎几°力何是女人有卵子而男人有精子呢?力何不

是兩令人都同吋抈有精子和卵子,而非得相互配合才行呢 ?

胎几放子宮中出來之前就有取眼、耳朵、牙胔的基座,也配各有

完整的呼吸器官°星然他在子宮中并不需要速些器官,但是由他放子

宮中出來后就离不幵速些器官。速就江明,速介胎几的位j造者知道胎

几將妖子宮中出去,舍到一介他需要速些器官的世界生活,所 以提前

力他准各了速些器官。

如果有人告泝我們,造了宇宙

、

船、吸汁了航空服的工程師沒有

任何科孛常伿,更不要洗懂什么天文知伿,我們一定不舍相信他的活 .

因力速介汲汁卯肯定了解太空,他知道太空中的气溫、气玉及在太空

中需要的沒各,才沒汁出了速些。同祥 ,速介胎几的Clj造者也一定知

道胎几將去一介需要速些器官的坏境,力此給他配各了速些器官.速
些都不是偶然巧合所力,速是全知的Clj造者真主的安排°

人的身体由很多細胞組成,一介細胞只是一克的十化分之一,每
介細胞里都有一介網胞核,在細胞核里又有一些含有染色体的未知生

物,它們青ㄇ負責杕父輩身上特送基因給后輩。

速种只能用昱微鏡才能看到的基因到底在哪里呢?它是怎祥侍迖

信息和友送命令的呢?是准在指揮看它們 ?是准在制定共友的顏色、
眼睛的大小、身材的高矮、臉型的捨廓、走路的祥子、脾气、膏骼、
肌肉、手腳、指甲、遠侍疾病等等 ?



必須承汏的是:速些細胞一直在被強迫看改交它的祥式及屈性
.

以便能同步并适庄它所要生成的組成部分,有些要生成力肉,有些≡

成力皮朕,有些入左耳,有些入右耳等等 .

成千上万的鋼胞在不斷戶生,它們好像被班使看在正确的吋同、

正确的地魚去執行一項正确的任努.其共,它們是在lln放某种命令和

意志.毫元疑同,速些工序都在表送看真主的力量 .

人的身体中有五百兆的細胞,每介細胞中有 47介染色体,每介染

色体中有五万多介遠待特辰.也就是說,造成人与人之同不同的遼估

基因特反就有 1.15× 1U2U(115后 面有 18↑零)介速么多。

是堆位j造了它們?

現在我們逐悅世界有可能是偶然戶生的,那是不理智的t因力那

里逐有成千上万的可能性在強淍看速介世界不是偶然形成的。比如悅

我們前面苹的炔 1到 1U的教孛概率的例子。

一介逐在吃奶的嬰儿在屯疝健盆上乳敲,然后打出一本尸達元淏

的數學串本的偶然性有多大呢?

旡疑,一介有生命的孩子盲打出一本串的可能性几乎力零,那速

介秩序井然的宇宙偶然戶生的可能性呢?

吐我們再看一介例子,看看蛋白辰分子生成的偶然性。蛋白廣中

伙伙一介分子就由五↑元素 (碳 ,氬 ,氧 ,氮,硫 ,)組成,一↑分

子內的原子數量又是四万介。截止2UUB年底研究友現,一般情況下人

体中有118中 元素被混亂地分配在各赴,而速五种元素聚在一起戶生一

介蛋白辰分子的可能性力1后面加196介零的速介數字分之一.速是一

↑旡法演出的教字。
所有速些都只是力造出一介蛋白辰分子,那我們怎么能科孛地想

象在速介浩渺的宇宙內,一介集生物、生理、地辰
、

天文的組合体有

偶然戶生的可能性呢?

即使我們汏定蛋白辰分子是偶然形成的,但又有准能將生命 (炅

魂)放入速介分子中呢?

清高的真主洗: “他們向你炅瑰是什么?你悅8 “
炅交是我的主

的机密.” 你們只狹得很少的知法 .” (夜行章 85市。)

6



真主悅8 “速是女拉所刨造的,你們指示我吧

一

你們合其主而崇

拜的們像究竟創造了什么呢9不然,不又的人是在明且的迷氓中.”

(各格曼章 11市 .)

真主悅8 “尒人啊︳有
一

↑

一

喻,你們伍听吧 :你們合女拉而祈

一

的偶像旦群犬群力,知不能t,J造一只在抯B如果在好八他們的身上

←取一魚來西,他們也不能把那魚來西抬回來,祈持者和被祈祐者 .

都是佑弱的︳” (朝覲章 9S市 :)

綜上所途,速些都是在狂明速些秩序都是放混亂到有序、放元意

到有心的安排.而按他們所悅的速种很小的可能性其與是不存在的.

所以,速介宇宙必須要有一介爸I造者,速介tlj造者具各能刨造速

介宇宙的伄大能力.同祥,速位tlj造者是有知琪的、睿智的及有生命

的.他的存在元需借助任何人或物,他是狙一的Clj造者.

如果速介世界有兩介tlj造者,那么兩介Clj造者必定都是有生命的、
有能力的、有知伿的、力所欲力的、有自主杈的.兩介有杈利的主宰

有可能在逸擇中友生分歧,因力兩者都沒有被迫去同意另一方的逸擇 .

如果兩者在一介現魚中友生了分歧,那么只能共現一方的意愿而撤銷

另一方的意愿,沒有與現自己意愿的一方便是元能的,元能者元法充

由主宰°

如果速介世界有很多tlj造 者的活,那必定舍戶生很多神炅.瓜而

舍早致天地的毀坏、秩序的紊亂。因力每↑神炅都想找胜其它神炅來

友母施令°速祥一來,所有的利益就舍友生沖突.同祥,如果每↑神

炅都想帶走自己所Clj造 的來西,那宇宙同就舍友生大乳.真主悅 .

“
除安拉外,假若天地逐有汻多神明,那么,天地必定破坏了.交飯

女拉——主座的主——是超乎他們的描途的.” (尒先知章 22市.)

真主洗: “你悅8‘假若有︴多神明和他在一起,我如他們所悅的

邱祥,那么,那些神明必定想法淡法与主座的主午衡 .’
” (夜行章 42

市.)

真主洗s “安拉沒有收莽任何几子,也沒有任何神炅与他同等 B

否則每↑神炅必狂占他所創造的,他們也必优肚劣放.i飯女拉,起

乎他們的描途.” (信士章 91市 .)



如果有人悅他哲且相信速介宇宙有一介安排者、tlj造者,那么又

是准tlj造子送介tlj造者呢?

那么可以悅,如果我們和你一直速祥探吋下去,我們就舍步入一

系列同題中,但它的錯局就是承忕真主是所有存在物的Clj造者.因力

如果真主有Clj造者,那他的tlj造者又是堆,一直速祥下去,我們最終

必將确定一介所有存在物的Clj造者,速介最終者便是真主°

瓜而我們座蚤相信速介宇宙有一位神炅tll造 了它,速介神炅沒有

tlj造者,他具各所有完美的厲性。速位神炅的部分厲性我們可叭通逍

理智去了解,有些扁性我們只有通道他派遣的使者才可得知.速些使

者鋡我們園明tll造者的厲性,鎗我們指明崇拜速位神炅的正确途徑t

速介精密完美的宇宙告泝我6︳I8它 的Clj造者是明哲的,他分配事

物恰如其分。旡法想象速介宇宙中所有事物的存在都是有目的一甚至

人身体中的各介部位的沒汁都有其道理一而唯狐人的存在沒有任何目

的,只是徒然地被造了,速是不符合遻輯的。如此悅來,人的存在有

他的目的,那就是崇拜狙┬的真主。速是有理智的人們的一致共洪 ,

就像是人的天性中稟贓看承汏造物主的存在,稟贓看需要崇拜神炅一

祥°所以你舍看到人們在遇到大夫大雃吋就舍很自然地逍向真主、向

真主求救‘

由于崇拜安拉首先需要了解他的意志,所叭明哲的真主派遣了尒

使者,使者給人們岡途怎祥按照安拉的意志崇拜他。

真主已銓力人炎派遣了很多使者,如 s努哈、易 卜拉欣、优素福、

魯特、許里哈、穆薛、示薛等°他6｜I拾人們汫明了崇拜真主的正确道

路8跟隨使者的人將荻得莽主的喜悅,真主以入住天堂作力他行善的

拫賞:至于達抗使者的人,真主持怞怒于他,沚他送入力恁制作惡者

而准各的火獄°每出人們迷淏了,他們篡改了宗教吋,真主便舍派遣

一位先知去教早他們、力他們固明正道 .

真主悅B “我曾派甘#多使者拫喜信、待

一

告,以免派道使者之

后,世人玵安拉有任何托#.安拉是万能的,至各的.” (如女章165

市。)



真主派遣的最后一位先知是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真主抯保

了他要保抻速位先知的使命,直至复生日°

真主悅: “我确已降示教海,我而是教海的保

一

者.” (石谷章:9)

第二章 确定穆罕默德的圣品

江明穆罕默德圣品的江据不胜枚苹,但是肘想月信的人來悅,一
介狂据足以。思管如此,我將在此提迖部分怔据來加強我們的信仰。
只要有使者來∥缶,真主都舍賜給他一些常人元法做到的奇透未援助他 ,

以便址人們知道他是真主的使者,放而月信他。以前所有使者↑i的奇.

透都是哲吋的,是針村和他同吋代的人,同吋也集中在由吋的民猋所

特K的方面,以便沚速介奇速更加明昱°例如:穆薛圣人吋期魔木盛

行,真主就用更胜魔木一等的奇透支持他,他的棍杖舍交成蟒蛇后吃

掉魔木卯們交出的劫物;而在永薛圣人吋代匽木盛行,永薛圣人的奇

透便是治愈病人、借真主的意欲使死人复活°其他的使者也都是根据

由吋的民猋所抈有的特K而得到奇透。到了穆罕默德圣人吋代,白吋

的人們在活言和時歌方面很出色,所以他的奇透便是活言領域的奇述

一一古〨絰。因力它是最后的使命,所以真主在其中沒置了很多奇述 ,

以便它能隨看人奕而永迒存在,旨在址全人奕相信穆罕默德的真與圣

品。清高的真主悅: “我籽在四方和他們自身中,把我的汻多述象昭

示他們,直到他們明白古〨銓确是真理.雅道你的主能兄江万物江不

侈喝?” (奉貕未特章田 市。)

下面我們未看一下真主給他的使者穆罕默德的部分奇述。

古〨豋中的科孛奇透

一、牛奶是如何形成的

以前的人們汏力8牲畜食用了草料后,有一部分特成了肉,一部

分特成了奶。而他們不知道奶汁是如何在牲畜的乳房中生成的.在科

孛友展后的今天才友現,由牲畜吃了草料后舍絰胃里消化,然后以黏

硬的液体形式流入賜道,速就是牲畜胃里的烡草;而在賜道中又有一



些鋼長的毛友特速些烡草通道血液特到乳房中,所以乳房中就有了味

道鮮美的白色乳汁°

真主洗: “在性宙中,肘于你I●,确有一种敬洲.我使你們得伙

那八性宙腹內的共和血液之同提出的又純清又可目的乳汁.r (蜜蜂

章US市 。)

如果古土銓不是來自真主的,是准把速些消息告泝了穆罕默德呢?

在一千四百年前,人奕再怎么聽明也元法知道速些知洪。妖而我

們可叭确定,古土銓是來自真主的活言,真主是宇宙的tlj造者,他知

道速介宇宙形成的真相。真主悅: “tlj造者既然是玄妙而且仞知的,

球道他逐不知道喝?” (因杈章Π市。)

二、山的形成

自古叭未,人們肘山的定又是:存在于地面之上的,由巨大岩石

組成的石坎°但人們怎么也沒想到,速些山,除了鶯立在地面之上外 ,

逐深深地扎根在地表之下,甚至深入地表的部分大于昱露在外的部分 .

据 1gU9年的 《錯构板理捻》和 《地克均衡捻》棯江确定,地克并不是

共心的一玦整体体枳,而是一些洷渭分明的板玦的組合体,它一直或

近或迒地逐劫看,而山就是速些板玦在迗劫吋扯它們保持平衡的本粧。

山,元淹妖祥子逐是作用上都很像楔子,它的一部分穿透地克的同吋 ,

也穿透了第二居,速祥就穗固住地克以免它傾斜、晃劫。

清高的真主悅8 “准道真主沒有使山密如木柱 (棋子)喝 ?” 消

息章 7市 .真主又悅8 “他 (真主)使山密稔定.” (急掣的章 32

市。)真主洗: “他在大地上安置#多山岳,以免大地劫助,使你們

不安.” (魯格曼章 1U市。)

古〨銓是怎祥知道山岳的祥子和功能都像木粧一祥呢?

雄道速逐不能狂明古土銓是來自真主跟前的絟典喝?

三、胎凡是怎祥形成的

人奕自古都不知道胎几是怎祥形成的.皿里士多德是第一介音ㄇ

研究胚胎孛的人,他忠豬了由吋人們的現魚,粹官月納力兩魚g



1、 胎几在男人的精液中就已成型°出精液迸入子宮后,吸收子宮中的

當莽,隨后象种子在大地中一祥生收.

2、 精液在胎几的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胎几是由絰血Clj造的.至手精

液,就像是酸奶中的凝乳醃一祥,只是沚牛奶凝固后特它交成奶酷
一祥,只起一介輔助作用.皿里士多德就同意并支持速一現魚.

逐有一部分科學家汰力ε胎几在女人的卵子中早已按很小的体枳

造好。直到十八世紀吋,匽孛界人士才丌始淡淹精子和卵子在人的形

成工序中所起的作用°人們到了十九世紀才知道了胎几是怎梓形成的.

在一介精子穿透卵子完成受精吋,卵子膜就舍幵始拒銫其它精子

迸入,由有一介精子進入卵子后,受精卵就舍形成。胎几是由男女之

水混合而成的°由此,精液的吋期丌始。真主悅: “我确已甪混合的

精液C,j造人,并加以斌驗,特他tlj造成聽明的.” (人炎章 2市。)

早期的穆斯林大半者伊本安巴斯在一千四百年前悅ε “
混合的精

液
”,意思是

“
男人的水和女人的水相互混合相交,然后放一介吋期

特入另一介吋期,放一介狀杰特入另一介狀杏,放一种顏色特交成另
一种顏色。

”

哈桑拜貕勒、穆佳黑德、艾幵雷夌也速祥汏力°所有的銓注苧家

都一致主張混合的精液就是男人的水和女人的水的混合物。真主洗 8

“
尒人啊!我确已仄一男一女C,j造你們,我使你們成力汻多民族和宗

族,以便你們相互汰氓.在安拉看來,你們中最尊女者,是你們中及

敬畏者.安拉确是金知的,是仞知的.r (寢室章 13市6)伊本杰里

利托布雷在他的銓注中洗: “真主悅的
“
我放一男一女上爸j造了你們

”

的意思是我放男人和女人的精水中幵始位j造你們。
”

孛者伊本蓋伊目 (卒于 751年 )在他的 《古〨銓分炎解明》速本

串中洗: “如果沒有和女人的精水混合,仗伙男人的精液是不能形成

胎几的°”
他逐洗: “所有的肢体、軀干、形象都由兩种精水組成 ,

速是千真万确的。
”
銓注苧家們一直汏力,混合的精液就是混合男人

和女人的精水.

是堆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告泝了穆罕默德速一切的呢?

⊥⊥



四 胎几成型的吋期

匽苧界苧者｛iI是在最近才知道胎几形成的各介吋期,而且速些都

是在友明了先迸的淡各伙器、有了可叭迸行各种幅床拭驗的朵件后 ,

苧者們才理解并洋細敘迖下來的。

他們洗: “卵子在受精后也混成了精液
”°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一

滴水。速就是受精卵所昱現出的祥子。

在精液之后,胎几就特成了炎似血坎的祥子。速吋候,血管里淤

枳的血液給胎几染上了固体血液的顏色。因此,胎几的情況和此吋被

林力 γ血玦
”
的字面意思一致了。速介吋期胎几的名字在阿拉伯活中

叫
“
阿來格

”,池塘里的一种虫子叫
“
阿未格

”,被愚挂的來西也叫
“
阿未格

”,凝固的血玦也叫
“
阿未格

”°

接看升始了
“
肉困

”
的吋期,此吋,在胚胎板上已昱現部分体市 ,

其余体市相雞出現直到胎几的尾骨昱現。胎儿的形成就是由速些中同

有凹痕的体市組成,放而址胎几的祥子看起來像一決被嚼逆的口香糖 .

之后就幵始以清晰的人形昱現了,在胎几身体中由最大的軟骨丌

始生K,胎几便有了大致的骨骼形狀°

然后速些骨骼就被包上了肉,肌肉就舍沿看骨干生長,就像衣服

包住人一祥田繞在骨骼上。

其次才是胎几吋期,速↑險段胎几生K友育迸度很快,不同于前

面的各介險段。同吋,速介吋期里身体各介肢体相互扐調平衡,性別

也在速介吋期捻定;身体各部肌肉友育到能址胎几在子宮外生活。速

就要求神銓系統和呼吸器官都能正常送作,速是已豋到了第二十六周

的吋候,釣合六介月。速是胎几成活所需要的必要怀孕期。

然后就到子宮內的抏育期了,速介吋期不舍再生長出任何新的器

官,所有的器官之前都已生成并都具各了工作能力。子宮在速介吋期

內的工作只是力胎几旳友育提供當莽和适宜它友展的坏境。

在九介月后,幵始另一↑新的力生育服努的吋期了.速介吋期的

任努就是注胎几脫萬子宮,并將胎几送出身体外。

錝而途之,胎几是由男人的精水和女人的卵子相接而成,首先成

了精液,然后就是血坎,其次是肉困,再次是生出骨骼,之后在骨骼

上包上肉,緊接看幵始
一
介新的tll造期,麩而到胎几幵始适庄外部生

活吋期,其后是子宮摡育吋期,最后成功生戶。



但是我們友現,胎几銓巧的所有的速些盼段,在古土銓中早已洋

鋼地記載看。清高的真主悅: “我南已用泥土的精牛tlj造人,然后 ,

我使他交成精液,在里目的容器中的精液,然后,我把精液造成血決 ,

然后,我把血決造成肉困,然后,我把肉困造成骨發,然后,我把肌

肉附看在骨#上,然后,我把他造成別的生物.愿真主降福,他是母

苦于tlj造的.” (信士章 12-14市 °)

速几市古〨銓文明确地園途了胎几杕精液到血坎,再到肉困,然

后組成骨骼,其次鎗骨骼附上肉,最后形成另一介生物,速就是 胎几

吋期。
速就告泝我們:人炎在二十世紀所研究出的速些科孛理淹,古〨

銓和圣洲早已探吋逆,圣 i┐ 弟子、再待弟子、銓注半家及圣灘半者什1

所堅信的和現代科孛所研究的如出一轍。
是准告坼了穆罕默德速一切的呢?

贊頌佈大的真主清猙,他悅: “你悅8‘一切交頌,全月真主,他

特昱示錚你們他的述象,你們就快快它.你們的主,并不忽視你們的

行力.’
” (蝸蚊章 gs市°)

甚至是最短的怀孕期,穆斯林孛者們在一千四百年前就已提到 ,

速是杕真主所悅的
“
怀孕期和哺乳期的期限是三十介月

”
速句活中月

納患錯出來的。因力真主在古土中悅: “他受胎和斷乳的吋期,共汁

=十介月.” (沙丘章 15市。)而又洗哺乳期是二十四介月: “做母

素的,庄蚤替欲哺滿乳期的人哺乳自己的嬰几兩周步.” (黃牛章 233

市.)除去速兩周穸一一二十四介月一一就是最短的怀孕期一六介月 ,

釣合二十六介星期.

五、三重黑暗

科孛到了二十世紀才研究出胎几在母腹中的形成要月銓三重黑暗 :

腹壁的黑暗、子宮壁的黑暗和胎盎罩壁的黑暗。

腹壁包看子宮壁,子宮壁包看胎盎罩壁,而胎盎的作用就是用它

的罩子包住胎几.

速几居重重的黑暗在胎几友育吋期的各介盼段一直伴隨看它,一

起适座坏境.隨看胎几体枳日漸增大,它們也在相座增大。



清高的真主悅 :“他持你們進化在你們的母腹中,在三重黑暗中,

一再造化你們.那是真主——你們的主,固杖只是他的B除他外,免

元庄受崇拜的.你們怎么悖漻呢?” (趴伍章 6市。)

穆斯林苧者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就已指出,三重黑暗指的是:肚腹

的黑暗、子宮內的黑暗及胎盎里的黑暗.速是伊本安巴斯、穆佳黑德、

阿克雷羑、蓋塔戴及端哈克的主張。

要江共速些事央真相就需要昱微鏡和內祝鏡等先避的沒各,而速

些淡各在二十世紀前都不存在,更別提在一千四百多年前了 .

是堆告泝穆罕默德速些知伿的呢 ?

六、太阻光和月光

以前人們一直汏力:白天,太阻在友光,到了夜晚,月亮在友光 .

直到現代科孛友展、人奕友明了天文望迒鏡后,才知道月亮本身是不

合友光的,我們所看到的月光只是它折射的太 r● 光而已。

而我們可以看到,在古土絰中真主將太阻光和月光匠分肘待。籽

前者林力友光的,后者林力光明的°真主洗: “
他曾以太田力友光的 ,

以月亮力光明的.” (尤努斯章 5市。)真主洗: “雅道真主沒有以月

亮力光明,以太阻力明灴喝?” (努哈章 16市 。)我們可以看到真主

用
“
能友光的明灴

”
未形容太田,都沒有在任何一市銓文中用

“
友光

”

未形容月亮,而是一直用
“
光明

”
速介洞。

到了二十世紀,科苧家們才研究出月亮曾豋是一坎燃燒的球体 ,

但后采熄火了。但真主在一千四百年前就洗逆: “
我特白且和黑夜力

兩种述象,我抹掉黑夜的述象,并使白且的述象成力明亮的,以便你

們尋求汰你們的主友出的恩忘,以便你們知道立法和汁算 .我明白地

仟秤一切事物.” (夜行章 12市。)

包括伊本安巴斯在內的很多穆斯林孛者在一千四百年前洗: “
夜

的透象
”
就是月亮, “

白星的速象
”
就是太陌°”

至于
“
我抹掉黑夜

的透象
”,他悅g “

月亮曾銓也像太阻一祥友光,后未它的光被抹去

了°”

速件需要宇宙

、

船、人造工星及地理勘探伙器才能了解确定的事

情,現代的科苧家們也只是在几十年前才友現的.而是准在一千四百

年前就告泝了穆罕默德呢 ?



七、胸膛在天空中的狀況

人的身体中有很多奕泡,蚤氧气隨空气一起迸入胸膛吋,速些愛

泡就舍因充气而飽和。白人越往空中上升吋,隨看大气丘力的降低 ,

氧气含量減少,速些襄泡隨即萎縮,杕而舍早致胸岡、呼吸困雃.

如果人上升到一万英尺到一万六千英尺的高空吋,身体就舍自劫

惆整此吋所戶生的不适;到了一万六千到兩万英尺高吋,呼吸舍相〨

困雄,胸 口就舍友岡甚至舍昏厥逆去;到迖兩万五千英尺吋;气体就

舍在胃里膨朕瞇而向兩肺施加玉力,杕而早致尸重胸蠍。而所有速一

切,真主在古土銓中都有指示。真主悅s “真主欲使堆遵循正道,就

使堆的心胸力伊斯土而敞丌;真主欲使堆迷湨,就使准的心胸狹隘,

(要他信教),雄如登天.真主就速洋以π打加于不信道的人.”

(牲畜章125市。)

速市銓文指出:由人上升到天空后,他的心胸就舍慌岡,速种胸

岡舍隨看高度的增加而越未越強.

雃道穆罕默德曾有能力
、

上天空去芸拭,杕而知道速些事其喝?

或是古〨銓是來自于真主的指示呢?

八、皮胅和肋道

以前人們汏力:人的整介身体內外都能感受到冷熱.但是現代解

剖孛研究得出了新的緒捻:感触冷熱的神銓只集中在外皮胅表居,而

不在其他身体部位。

在燒仿事件中最力疼痛的是一、二度燒仿,速种燒仿只仿到表居

而不破坏皮胅,所叭疼痛舍一直折磨份者。而三度燒仿不仗損份皮胅 ,

逐可深迖肌肉、骨骼,但在速种情況下皮胅感党消失,疼痛只是在燒

仿的那一刻而已。

力此,我們舍听到有些不信道的人狡辯洗s “火獄里的火舍把我

的皮胅燒焦,我只是在燒的吋候感党到疼痛而已,隨后疼痛就舍消

失°”
但是真主悅: “不信我的述象的人,我必定使他們入火獄, 每

肖他們的皮肢虎焦的吋候,我另換
一
套皮球玲他們,以便他們著拭用

樹.真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替的.” (如女章 56市。)每蚤不信道

者的皮胅在火獄中燒焦的時候,疼痛就停止了,真主就鎗他們重新換

上一居皮胅來址他們感到疼痛,址他們因他們所犯的罪惡而接受恁捐:



同祥 ,真主就有夫慫罰不信道者的賜 胃吋悅: “
永居示囥者,堆

道与那永居火獄,常伙沸水,賜寸寸新的人是一祥的喝?” (穆罕默

德章 15市。)真主沒有悅 :﹉
“
燒他們的賜子

”,而是洗: 〃扯斷賜

子
”.現代解剖苧研究表明ε賜子上沒有感知冷熱的神銓,但是由賜

子斷裂而流到五胜六腑后,那才是最疼痛的°所以我們舍看到有賜胃

病的病人,即使有當莽的食物入到他的肚腹后,他也舍感党是像刀刺

一般雅受。

假如古〨銓不是來自于真主的絰典,它又怎能知道皮胅的姐貁及

賜胃构造的秘密 ?

九、人的指貁

清高的真主悅 :“我以复活日盟替,我以自黃的炅瑰盟替,球道人

猜想我鈾不能集合他的孩骨喝?不然, (我特集合他的孩骨)而且能

使他的每↑手指复原.” (复活章 1┤ 市。)真主以人死后舍將其再

次复活友誓,并要求人們兄江他有能力复原人的手指。直到公元十九

世紀,銓注孛家們才知道力什么古土銓要提及手指,也才知道了手指

的重要性°現代科孛研究出:任何兩令人的指致都沒有相同的可能性。

每介人的十介手指是甄別他介人身份的一介整合体°除此之外腳上的

指紋也算是介人身份林志°

我們注意到8古土銓銓文在淡及指致吋淡到了所有的指紋而并非

只是其中一介,同祥, “
指尖

”
也指

“
腳趾尖

”,放而可以看出現代

科孛与古〨銓所洗的一致性°

十、深海中的黑暗和海底浪潮的涌劫

現代航海科技在二十世紀現測出兩介重大現象:深海中的黑暗和

海底浪潮的涌劫。

通常情況下,海洋都是被厚重的枳云遮盍看的。速些枳云將大量

太田光鋨反射回去,很多的阻光照射不到海洋表面.能照射到海面的

阻光有些被海水反射,有些被海水吸收。被海水吸收的速部分光鋨舍

隨看海水的深度而減少.在海洋 35米赴的能兄度下降至海面光我的百

分之十;出到迭 BS米深的吋候,能兄度只是海面的百分之一;在 1UUU

深的地方越采越黑,直到伸手不見五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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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分力七种 ,出我們港入深海后,速些顏色舍相盤暗淡,由所

有的顏色都消失后,便是整介黑暗。紅色是最先消失的顏色,而藍色

在兩百米深赴才舍消失,隨看每一种國色的暗珠黑暗也逐漸增加,直

至完全漆黑。

第二介現象是海底浪潮的涌劫。科孛已銓江央在海洋深赴存在內

浪,速些浪潮戶生于兩居不同水域的表面,是因力受到海水派度、溫

度、漲潮、退潮、風力等各种不同因素而引起的°

所叭,我們能看到海面上的浪潮而看不兄海底深她的浪潮。速就

是
“
波浪之上逐有波浪

”
。

清高的真主洗: “
或如重重黑暗,先罩看汪洋大海,波游V拼 ,

上有黑云,黑暗重重疊直,肌者伸出手未吋,几乎不兄五指.真主沒

有玲堆光明,堆就地元光明.” (光明章 們 市.)

古〨銓是怎祥知道在深海里有居居的黑暗相互重疊看呢?它又是

怎么知道除了海洋表面的浪潮之外逐有有居居內浪呢 ?

二 古〨銓的立法奇透

古〨銓是一部完美的法典,它安排了人們的所有事項。旡淹是有

夫介体事項,逐是介体与呆厲、郃居、社舍的夫系°同祥,古〨銓也

安排制定了各种貿易夫系、執政者和民猋的夫系、國家与國家的夫系 .

思管体系如此庛大,但彼此之同沒有任何矛盾或沖突。且然古土銓已

銓降示一千四百多年了,但它至今仍然共用°芸芸猋生中是否逐有人

能制定出一套奕似的法律制度呢?即使有很多考家制定出的人力法律 ,

你舍友現其中不伙矛盾重重,而且迪不了多久就舍重新制定,以便能

适座新生的事物。那是淮制定了速套适合所有吋代、所有地匠的戶達

的究法呢?

清高的真主悅工 “
雄道他們沒有研究古土銓喝?假如它不是真主

所肩示的,他們必定友現其中有汻多差別.” (如女章 B2市 °)

三 古土銓的修薛和雄辯奇述

在淡淹古土銓的修薛之前,我要說明的是:古土銓不可能是穆罕

默德的作品,其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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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土銓中有很多銓文淡到穆罕默德使者本人,有焚美他的活,也

有壝黃他的活。如果古土銓是他 自己編著的,那他就不舍將速些肘自

己不利的句子与入其中°比如真主悅: “你悅 8‘我不是破天荒的使者 B

我不知道我要道遇什么,也不知道你們要道遇什么,我只遵瓜我所受

的肩示,我只是一介坦率的苦告者.’
” (沙丘章 9市。)真主又洗 8

“
穆罕默德只是一介使者,在他之前,有汻多使者,而已逝去了.如

果他病故或陣亡,球道你們就要叛道喝?叛道的人,鈺不能仿技真主

一生亳.真主持拫酣感甜的人.” (伙姆〨的家厲章 144市 .)真主又

洗8 “你悅8 “我不能力你們主持禍福.” (精炅章 21市。)真主悅 :

“
你沈8‘除真主所意欲的外,我不能掌握自己的禍福.假若我能知幽

玄,我必多味福利,不道殃了.我只是 一十

一

告者和肘信道的民尒的

拫喜者.’
” (高赴章 188市 °)

悅速些活村他介人有利喝?不要洗村他有利,相反,速也汻舍使

他的部分追隨者迒萬他.更力尸重的是,有些銓文是青力批坪他而降

示的。真主悅: “他曾敬眉,而且持身高去,因力那介言人來到他的

面前.你怎能知道呢?他也#能受熏陶.” (皺眉章 1-3市。)速市

銓文降示的背景是速祥的:蚤吋使者正在給一些古菜氏的首領們宣教 ,

使者很希望他們能信教。就在速吋一位盲人穆斯林來向使者清教向題 ,

使者因他不伿吋机的拳劫而心有不悅,級起了眉共°真主由吋就降示

速段古土銓批坪使者。此后使者碰到速位言人便悅: “
炊迎速位真主

力他的事情而批坪了我的人°”

再者,假若古〨銓是穆罕默德自己的作品,那他一定舍像所有的

文人一祥在其中泝苦排忱.因力在他的生活中曾友生逆一年之內痛失

兩位素人的事件8他的妻子海迪哲和他的叔父艾布塔利布。他們是他

生活的支柱,失去他們的悲痛是旡可估量的。思管如此,古〨銓中肘

此事只字未提。同祥,他的孩子去世后他悲痛万分,但此事古土銓中

也沒提途一句。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古〨銓和圣洲在風格上存在看根本上的Ⅸ別 .

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作出任何一市炎似于古〨銓的銓文。如若

不然,阿拉伯人早就作出炎似古〨銓的文章了。思管在古〨銓降示的

那今年代阿拉伯人都以雄辦著林,但是真主向他們挑找8即使他們所

有的的人集合起來,大家相互帑助,他們也元能作出,哪怕是一市銓



文也丟.最終,他們承汏了古土銓在文評和內容方面的非凡成就銫非

人炎所能著出.

古土絰的表迖新穎,結构狙特,阿拉伯文孛中在其之前之后都不

曾出現逆炎似文風的著作。我們所看到的古土絰是自成一体的言辭 ,

它既不同于時歌,也不屈于散文。古單銓意〤精妙,奇思尸進,每↑
字母排序都恰到好赴,每介車洞都是精挑細逸而放置的。

清高的真主洗: “你們不要因力而恭害自已的几女,我供錚你們

和他們.” (牲畜章 151市 。)真主又悅8 “你們不要因力怕岔究而

荼害自己的几女,我供鈴他們和你們.恭害他們确是大罪 .” (夜行

章 31市。)蚤父母因力貧究而茶害孩子吋,古土銓中先將他們跑拾弄
放在前面提迖,然后提到几女們的給莽。因力速种情況下,首先需要

鎗莽的是父母;而在父母情況并不貧究,但他們害怕有了孩子后舍遭

遇貧究吋,古土絰將几女的給莽放在前面提途,以便址父母放心,他
們几女的給莽在他們一降生就有了。

清高的真主悅: “信道的人們啊 !你們不要黃各受施的人和損害

他,而使你們的施舍交力元效,犰如力沽名而施舍財戶,并不信真主

和后世的人一祥.他:如一令光滑的石共,上面帶看一居浮土,一陣
大雨逆后,使它交得又硬又滑.他們不能荻得他們所施舍的任何報酬 .

真主是不引早不信道的民尒的.” (黃牛章 2G4市.)

看看古土銓是怎祥把給人施舍了之后加以
“
黃各〞和

“
仿害

”
用

雨水作比喻的,又是怎祥將施舍和撒在光滑石共上的生土作比喻的。
鎗人施舍后K期的教落和仂害就如傾盆大雨,它下在有生土的光滑石
面上,速介沒有生毫縫隙和凹槽的光滑石共上逐舍留有全土喝?教落

得越多、黃各的越尸,雨量就越大、越能沖洗掉施舍的痕透。

清高的真革洗: “你們不要借作木而侵仙別人的財戶,不要以別
人的財戶賄賂 (私底下送玲)官吏,以便你們明知故犯地借罪行而侵
蝕別人的一部分財戶.” (黃牛章 1BB市°)速市絰文中賄賂官吏甪

的洞是
“
囡得路

”,意力
“
往底下送

”
、 

“
由高至低

”
之意.思管官

吏們的薪水都是杕高居机夫得到的,是光明正大的,而并非來自底居 ,

私底下偷偷摸摸的。古〨絰描迖了受賄吋的情形:思管是官貝,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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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吋拿我的手在下面°所以古土銓用
“
私底下送鎗官貝

”
的速祥一介

泀采表迭出受賄者的极思低賊°

再看看速市銓文8 “我使他們稍稍享受幸福,然后,強迫他們去

接受尸厊的刑刊.”  (害格曼章 24市°)看看古土銓是怎祥將一介

單純意文上的
“
刑罰

”
特交力一介有形有体的

“
刑罰自身都很尸厊的

”

洞 .

在另外一市絰文中,真主悅: “
我必定以庄尸的言#授予你.”

(披衣的人章 5市。)又洗: “
速等人的确愛好現世,而忽略未來的

尸重的一日.” (人章 27市 .)將沒有任何分量的
“
言薛

”
和旡法感

触的
“一天

”
用兩介有密度.有分量的事物來描迷°形象地表迭出那

一天本身就很沉重,那些言群本身就很庄尸。古〨銓的表迖方式是任

何人都元法比肩的。它的表迖言筒意賅、微言大又。往往一句活中可

以什肘苧者、大猋、大人、小孩、男人、女人 .每令人都深受影晌 ,

都感党到古土銓是在和 自己肘活。革〨銓中的銓文也是如此,至今都

沒有改交或更替避°甚至,即使你按了几百遍古土銓,你也不舍感到

仄煩,而且每演一遍你都舍深受肩友,力此而內心安定 .

古〨銓也很容易背圮,思管它有六百多頁 ,但背記起來輊松容易。

現在世界上有几百万人在背圮古〨銓,他們中有些人的年齡逐不到十

穸,但他已將古〨銓完整地背完了;有些背完古土銓的人都不懂阿拉

伯活,世界上逐有哪一本銓典能像古〨銓速祥呢 ?

四 古〨銓的奇透一一告知幽玄之事

知道幽玄之事只是真主的特杈,但是真主有吋舍將它告泝他的部

分天使和使者,叭便成力使者的奇透和他力圣的兄江。清高的真主悅ε

“
他是全知幽玄的,它不土任何人窺兄他的幽玄,除非他所喜悅的使

者,因力他派追工臥,在使者的前面和后面行走.” (精炅章 2U-27

市。)穆罕默德使者 (愿主福安之)生平預言了很多未友生的事情 ,

后采,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他所洗般友生了,沒有任何一件事情的友生

与他所悅的相反.他所預言的事有 8

預言步馬人 (有銓之人)將找胜波斯人 (多神教徒 )。 公元 7世
紀,世界上有兩介強大的帝固一一拜占庭帝因与波斯帝因.公元 613



至 614年 兩大帝因同哉爭突起,結果拜 占庭帝國在一系列找爭中遭

到失敗,大馬士革与耶路撒冷兩城市被波斯人占領。在古土銓步馬章

中提到了步馬人起初被臿敗,但不久將荻得胜利的預言。

以出吋的情形未看,波斯人在軍事上优越于步馬人而占銫肘上風 .

由吋步馬人遭受了尸重的拔失,以至于人們汏力它不可能再生存下去

了,更不用悅逐有什么胜利可言°但思管如此,穆罕默德坯是預言步

馬人將哉胜波斯人。清高的真主洗: “步再人已敗北于此,最近 (低 )

的地方.他們既敗之后,粹狹肚利,于致年同,以前和以后,凡事月

真主主持.在那 日,信道的人將要玖喜.速是由于真主的援助,他援

助他所意欲者.他确是万能的,确是至慈的.” (步馬人章 2市.)
速件事确央友生了,穸馬人在不到十年同就哉胜了波斯人.送就是古

土銓所洗的
“
致年同

”,阿拉伯活表迖力
“
三到九,不超逆十年的

”

年限。同祥古土銓文中逐提到一介由吋人們元法知曉的地理事央°洗
“
在最低的地方

”,意思是地域最低的地 X。 現代科孛江共,死海周

目的地域是地球表面最低的匠域,死海的海拔高度低于海平面 4UU
米。它也正是以前步馬人找胜波斯人的地方°穆罕默德是怎祥知道由

吋在軍事上是赴于下民的步馬人將哉胜波斯人的?他又怎么知道死海

周園是世界上最低的地域呢?公元 7世紀的人們是不可能有人造工星

或其他現代技本來友現速一事央。

同祥,由穆斯林在白德示哉役中遭遇古菜氏大軍厘境之吋,穆斯

林正出于弱勢,此吋真主降示古土絰向穆斯林拫喜:他們將荻胜°真

主洗8 “那介困体 (古菜氏)持敗北,他們特持背而去 .” (月 亮章

45市。)速是在迂徙菱地那之后,穆斯林与多神教徒同的第一切哉斗。

兩軍裝各、人教愚殊甚大,穆斯林人教 313人,多神教徒 1UUU人 ,但

其結果是裝各精良的多神教徒大敗而逃。而且就在幵哉前一天,穆罕

默德先知央地考察哉匡,并素自指出速介地方力某人明日喪生之地 ,

那介地方是某人明日喪生之地等。戠爭結束后,那些人果真如他所洗

那祥死在他所指定的地方 .

在同盟軍找役之后,先知穆罕默德悅: “
妖今往后,只有我們迸

攻他們,他們元法進攻我們。我們將向他們K班直入。
”
布哈里圣洲

411U段 。事共果真如此。杕那以后,古菜氏人再也沒有進攻逆穆斯林 ,

而穆斯林卸一直挺遊,最終解放了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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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有;穆罕默德預言穆斯林要解放菱加城。真主沈: “
真主确已

昭示他的使者包含真理的爹兆,如果真主意欲,你們必定平安地迸入

禁寺,有的人剃共,有的人剪短共友,你們特永不恐俱.真主和道你

們所未知道的.故在那件事之前,現有一次喵近的肚利●
” (胜利章

27市°)后未穆斯林解放了羑加,兵不血刀地迸入了圣寺。
｜

由穆罕默德先知和他忠共的朋友艾布白克示放羑加逃出來,要去

菱地那的吋候,古菜氏人派八追示他倆,并景黨i一百共幣駝獎肋刺朵

者｜。舀吋有位名叫奏拉格的小伙几乎要追上他倆,就在他快到使者跟

前的吋候,他的馬蹄陷在沙坑中元法劫彈,奏拉格清求使者向真主祈

袸址他的馬脫离沙坑,他保江不再追恭使者。但是由他的馬跳出沙坑

后他企囡再次追赶使者,馬蹄再次陷入沙坑中。第三次的吋候,塞拉

格确定穆罕默德是真主派采的使者°
′
他悅: “

我兄江你是真主的使

者
”°使者就在蚤吋速种元杈元位,而且被他的族民埠春的情形下 ,

他向塞拉格汻渃:以后要士他戴上波斯大帝凱撒的手獨。凱撒本是由

吋地球上最大國家的統治者.那吋的波斯和歹馬拜占庭速兩↑不可一

世的帝國林霸看天下 (相 白手九十年代之前的美方兩因)。 肖吋穆圣

的預言肘一介不信道者來悅筒直是婪活。然而仗仗迪了十二年,波斯

帝因果真敗在了穆斯林軍趴手下,波斯大帝的皇冠、腰帶、手鐲也隨

之被皴荻。第二任執政者歐羑示圮起了穆圣的承渃,召未賽拉格,把

速些象征看未耀和秋力的物品一一給他戴上,并址他在猋目睽睽下苹

起自己的取臂展示拾人們看°

同祥,穆罕默德 (愿真主賜福他)預言歐菱示、奧斯曼和阿里將

力真主的道路捐軀而死,事央果真如此,他們三位都力主殉道了 (愿

真主喜悅他們 )。 布哈林圣洲 3U75段 。

在阿比西尼皿的國王楠更氏去世的白天,穆罕默德籽速↑消息告

泝了身迪的人。而速介消息妖阿比西尼皿侍到夌地那需要一介月的吋

同,迪了一介月后,商趴才帶看楠更氏去世的消息來到苃地那°

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曾銓預言安瑪示本雅欣勒的死和穆斯林

同的是非紛爭有夫,他悅: “
舍有一伙暴徒崇害他。

”
在阿里找政吋

期,穆斯林之同友生了紛爭,在速埸紛爭中一伙暴徒朵害了安珥示本

雅欣勒。布哈林圣洲 也8段 .



穆罕默德 (愿真主賜福他)曾預言穆斯林將解放也 i┐ 、敘利工地

匡、伊拉克、埃及并定居于速些地方,他所悅的速些都一一共現了 :

布哈林圣洲 18石 段,穆斯林圣洲 2S4段 °

穆罕默德 (愿真主賜福他)告泝人們,他的叔父艾布菜哈比及他

的妻子都將不信他的宗教而死.真主洗: “
屈文布來哈比兩手受仿 ,

他必定受仿,他的財戶和他所狹得的,粹元祥于他,他持入有焰火的

火獄,他的抯柴的妻子 ,也粹入烈火,她的致上系看一無里共的錢

子 .” (火焰章 11市°)事其果真如此,艾布菜哈比和他的妻子未

信仰真主而死了。如果不是來自于真主的肩示,他力何敢斷言艾布菜

哈比舍一直走迷路?力何艾布菜哈比一次也沒有悅逆8 “
我月信真主

了
”,那怕是和穆罕默德幵玩笑沈況也要,好以此來吐他堆堪呢?

同祥,穆罕默德 (愿真主賜福他)曾村犰太人們悅逆: “
你悅 8

“
信奉狂太教的人們啊 :如果你們自林是真主的逸民,而排斥尒人 ,

那么你們就希望早死吧,如果你們是城共者.他們因力曾銓犯逆罪 ,

所以永迒不希望早死,真主是全知不又者的.” (聚札章 6-9市 .)
力何沒有一介犰太人站出來,哪怕是幵玩笑地悅

“
我們希望早死

”
好

近穆罕默德雅堪呢?

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曾告泝溫姆海拉穆,她將隨第一支海軍

出征,但第一支軍臥出哉盞索永市吋她不在切。在穆阿雒耶執政吋期 ,

溫姆海拉穆隨第一軍出征了,只是她一出海便月主了,被葬在盡布拉

索地匠,所以她沒有和第一軍一起攻打盡所示市°穆哈林圣洲 2g24段 .

五 穆罕默德的美德

真主在古土銓中給了使者至高的焚替°真主悅8 “
你而是具各一

种帝大的性格的.” (籠章 4市 .)

叭下就是穆罕默德所具各的部分美德。

城央3穆罕默德在力圣前被人們你作
“
艾敏

”,意力城其可靠、
信守渃言的人°羑加的多神教徒且然反村他宣估的教又,但肘他在力

人赴世中的忠失守信卸公汏不滿。



溓虛:他且身力穆斯林的最高首領,但卸平易近人,放不居高昱

挨.他的伙食起居筒車朴素,与他鬥弟們子并元兩祥°同盟軍找役中 ,

身力軍臥中最高統卵的他身先士卒,和士兵們在一起挖哉壞 .放不拒

銫任何身份低微者的邀清和任何不起眼的饋贈°有一次,他和一位多

下人交淡 ,多下人因緊張逆度而打顫,使者和顏悅色地安慰他悅 8

“
不要緊張,我只不逆是一↑菱加城內吃千肉度 日的普通如女的几子

而已。
” 出有人在聚舍中力尊重他的到來而起立吋他舍生气地悅 :

“
堆想士人們力他而起立,那就近他准各好坐火獄中的凳子吧 !” 艾

利巴尼圣洲集 3S7段°

慷慨:使者的大方慷慨尒人皆知°他的弟子更比示待途的圣洲悅 .

“
但凡有人向使者要任何系西,他放未洗逆

‘
不

’
字 .〞 文奈斯待途,他

悅: “
有一次,有介人來兄使者,使者給了他一山谷的羊群°速↑人

回到他的族人中高呼 :‘各位父老多素,你們都皈依伊斯〨吧,穆罕默

德像一介永迒不害怕貧究的人一祥施舍
’
。

”
穆斯林圣洲央汞。

究容:如果我們了解一下解放菱加那 日,使者是怎么善待夌加入

的,我們就舍知道他肘別人有多么克容.羑加入曾派人追朵他,將他

赶出他的故多苃加,曾与他廝朵作哉教年。八年之后?由他帶看胜利

軍迸入羑加吋,多神教徒心惊阻顫,害怕穆罕默德舍拫仇雪恨.但是

手握重杈、有生系予李能力的他,原涼了所有曾銓仿害迪他的人,和
平解放了夌加。他告泝曾仿害逆他的人們s “

你們走吧 !你們都是 自

由的°”
有位犰太人賒給使者一些桹食 ,逐沒到期限,他就采吋債 ,

并且肘使者元札相肘。有圣 i┐ 弟子想去教洲他,使者制止了他們,并
址人拿未三倍的价我逐給他.速介犰太人悅: “

所有先知們的品反我

在他身上都看到了,只有一祥,先知們越是人們肘他元札,他就越能

容忍。我想知道他是否具各速朵,所以我考驗了他一下。
”
他出踢念

了清真言,月信了伊斯〨。再看看他是怎么肘待元札之人的:有位多

下人向他吋要來西吋用大衣狠扯他,甚至在他身上勒出了痕透.速介

人肘他洗 :“穆罕默德呀 :你命人鈴我分一魚真主放在你那里的我財戶

吧 !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笑了,他先鎗速令人道了色藍 ,然后命

人鎗他拿俄°”
布哈林圣洲 UUBB段 .

怜憫8他是最怜倜同胞的,他曾放井林王林霸的机舍 ,只力引早

世人走向真主的正道,迸入永久的天堂.在他力圣后,放沒要求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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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任何福利。多神教徒們曾向他提出s只要他放井宣估伊斯土,竹

們舍沚他你王;址他成力他們中最尊貴、最富有的人,把最美的女木

嫁拾他。但是他拒絕了,他甘愿力主道、力全世界人的幸福而筒車HL

生活.真主悅: “我派遣你 (穆罕默德),只力怜憫尒世界.” 焱先

知章 1Ⅳ 市。真主速祥林焚他的使者g “
你們本族中的使者确已宋教

化你們了,他不忍心兄你們受痛苦,他渴望你們得正道,他慈爰信士

們。
” 忏悔章 128市。

他一直接欲骨肉血素、同情炃究者、帑助受堆者,是↑高貴大方

的人.他杕不葛人、沮咒、悅肚活°他絟常睡在草席上,有吋候家里

兩三↑月揭不丌偶吋他只吃零子喝魚水,有吋用奶子充仇。布哈林圣

洲 2567段。他曾悅: “我和今世的夫系,就如我是一位坐在村下來界

的旅客,然后起身萬它而去。
”
佚密集圣洲 2377段 。他也曾洗

.

“
你們不要像基督教徒肘菱示顏之子文撒的那般避分掌替我;我只早

真主的一位仆人和使者。
”
布哈林圣洲 3狂5段°他去世后沒有留下。

坎金市或一坎銀市。布哈林圣切｜273g段°

速介人,他是力荻取今世的利益而工作的.-1?

六 直現的奇透

真主拾穆罕默德使者賜予了很多直現、肉眼能兄的奇透,如 :石

子贊頌真主° (艾里巴尼圣切｜串 1146市 )路上的石共向他道色藍8阿

里的侍途:我們同穆圣一起在菱加吋,曾 到達部分地X,我 6iI所銓避

的石共、村木皆向穆圣打招呼悅: “
主的使者啊 !祝你平安 !” (穆斯

林圣洲 2所7市 );使者第一次演汫吋用村干來支撐,后來有人半年有

做了一介演汫台后,使者就沒有再用它,人們就听兄它友出野駝哀怜

自己孩子一般的芹音,使者來到他跟前,將手放在它上面,官才停止

了.＿.,咽 °佚密集圣洲 3U27段°逐有駱駝肘使者悅活,向使者沂苦芳作

繁重,飼料缺乏。使者告城駱駝的主人座好年伺弄它。艾布送伍年圣

洲 25們 段.指月兩半:圣 i┐ 弟子艾奈斯悅: “羑加入要求圣人昱

一

介

圣透給他們看,圣人就鎗他們昱示了指月兩半的圣述,他們甚至有丹

了希拉山在兩介半月之同。
”
格塔德的估途中,文奈斯洗: “

圣人性

他們看見月亮辟成了兩半,接看,銓文
‘
大限嚙近了,月 亮辟丌了

’

就降示了.” 布哈里圣洲 3UB7段 。使者手指流出清水 :使者和圣ㄇ弟



子們在載外拉示的吋候,使者拿看一介有水的容器向真主祈袸,然后

將手掌放在容器上,水就放他的手指同流了出來。所有在埸的圣ㄇ弟

子都用水洗了小猙石穆斯林圣洲集 ”79段°他能將很少的來西交多 ,

就如在同盟軍哉役和台布克找役中,他用很少的食物址很多人吃他了 :

(布哈林圣洲 41U1段 ,穆斯林圣洲 7U6段°)真主在元汁其教的地方

答座了他的祈袸t如他求雨的吋候:艾奈斯的待途 3穆圣吋代,夌地

那遭受早文。聚札日,穆圣正在作汫演,一位多民站起來洗: “
主的

使者啊 !人仇財喪了,你祈求真主降雨吧 !” 肖吋空中不兄一坎薄云 ,

穆圣苹手祈袸 ,指掌握我生命的真主起誓,穆圣沒有放下手,直至云

涌似山,他逐沒有下汫台,我就兄雨魚滴在他的胡須上° (布哈里圣

洲 1U14段):白德示哉役蚤天他向真主祈求胜利;他力伊本安巴斯析

求址他精通教ㄇ; (布哈里圣洲 1芻 段 )他力艾奈斯祈求址他多子嗣

增落教等等。 (布哈里圣洲 U3化 段 )

七 圣洲中的奇透

圣洲中的奇述有 :

一、阿拉伯半島籽重返錄洲、河流的吋代

阿拉伯半島厲于沙漠气候 ,可是有堆舍想到,它 曾絰是介河流遍

地,到赴囥圃的地方呢?地辰孛家指出:大約一万年前,地球上曾出

現逆冰川吋期,它妖北极幵始到阿拉伯半局,將阿拉伯半島交成湖泊

和果囥。寺家指出:現在我們正赴于另一介冰川吋期 ,阿拉伯半島將

再度河流遍地,綠色成萌。在阿拉伯半島
“
害布示哈林

”
市匠

“
法与

”

村庄遺址的友現,是速些沙漠中曾有錄色生命存在的一介狂据。

据艾布胡勒的估途,使者 (愿真主賜福他)悅 : “
由以下速些事

情友生的吋候 ,末 日就要未惀了:人們的財戶增多,甚至由有人拿看

天淉去施舍吋,找不到接受者;阿拉伯半島重返錄洲吋代。
”
穆斯林

圣洲集 1681段 .

使者在圣洲中指出阿拉伯半出曾有河流和囥圃,因力使者洗
“
重

返
”,重返悅明它曾銓就是河流錄圃遍地的地方 .

是唯告坼穆罕默德速些事情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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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坡墓中的刑罰和芹音的估播

現代科孛研究得出:人的耳朵在芹波頻率赴于 m至 2UUUU赫 茲吋

才能听見芹音,而蚤芹波低赴于 2U赫茲的次方波或高于 2UUUU的超芹

波吋,人的耳朵就舍听不見它,但是劫物的耳朵卸能听兄比速頻率更

高的芹波.杕而狂明,速介世界上有些芹音是人的耳朵听不到的,但

劫物印能听到°

真主的使者悅: “
由一介人去世后,他被放入玟墓中,他所有的

素人都萬他而去°在他逐能听見素人們离去的腳步芹吋,兩位天使來

到他跟前,將他扶起坐好后便同他: “
你是怎么看待穆罕默德速介人

的?” 如果他是信士,他就舍悅: “
我兄狂他是真主的什人和使者 。

.

天使就肘他洗: “
你看看你曾在火獄中的位置,因力你的信仰,真主

給你用天堂中的一介位置替換了它。
”
速介人能同吋看到速兩↑位置。

蚤仂信士或不信道者被同及穆罕默德是什么人吋,他舍悅: “
我不知

道,我只是在人云亦云°
”
天使村他悅8 “

你既不知道也沒王艮隨。
”

天使用飲倕敲打他一下,他舍痛苦地喊叫,他的喊叫芹除了人和精炅

外,他周圍的其它生物都能听到。
”
布哈林圣洲 1285段 .

速段圣洲說明:劫物能听到一些人所昕不到的芹音。速也現代科

半狂其的事共:人听不到高于 2UUUU赫 茲的芹波而劫物都能听到°

穆罕默德是怎么知道劫物能听到高頻率的芹音 ,而人卸听不到的

呢 ?

是真主,也只有真主知道,他是Clj造者,雅道Clj造者不了解喝?

第三章 伊斯土的特性

一、伊斯土是天肩的宗教

任何一种由介人、組貁、盼級或党派頒布的法律 ,它都是根据速

些困体的需求、喜好和理解制定的。所以,它元法适用于全人炎 ,更

不舍适用于任何吋同、任何地魚。但伊斯土不同,它是來 自人炎的tlj

造者安拉的法律 ,安拉御知人們的需求,所以速介完法适合全人奕使

用 ,适合在任何吋同、任何地魚央施°速套法律不寺扁任何特殊人群 ,

也不因种族或胅色的不同而所Ⅸ別 .



二、符合理性、提倡科孛

伊斯主教中不仗沒有与理性沖突的明文規定,甚至所有的法律明

文都提倡在工作前迗用理智、了解事共。清高的真主洗s “
你庄肖知

道,除真主外,地元庄受崇拜的,你庄肖力你的迪失而求佛,并庄對

力尒信士和尒信女而求燒.真主是全知你們的活功和月宿的.” (程
罕默德章 19市。)古〨銓在淡及最重要的信仰前首先淡到了理解和知

琪.甚至真主降示的第一市古土絰文就是 : “
你庄肖奉你的tIJ造者的

名又而宜法 .” (血坎章 1市。)古〨銓一幵始就命令人們去演串、
孛刁。伊斯〨提倡理性肘活,鼓肋人們在理解教ㄇ和建淡社舍中送用

理智。理智也是伊斯主教法中承抯責任的重要杯准之一。伊斯土鼓肋

求知,鼓肋上迸,將思索作力能得到真主回賜的功修去做,將求知作

力真主的命令去執行°

清高的真主悅: “
你悅 B‘你們拿未江括吧,如果你們是城共

的.’
” (螞蚊章 “ 市。)真主悅8 “我力能思堆的民尒速祥解秤汻多

述象.” (尤努斯章 Ⅱ 市°)真主悅: “你悅 8‘有知法的与元知法的

相等喝?’惟有理智的人能党活.” (趴伍章 9市。)真主悅: “
真主

的仆人中,只有半音最敬畏他.” (Clj造 者章 28市。)真主洗: “天
地的Clj造,憂夜的捨流,在有理智的人看來,此中确有汻多述象.他
們站看,坐看,躺若記念真主,并思錐天地的tlJ造 ,他們沈8 “我們

的主啊 !你沒有徒然地制造速介世界,我們焚頌你超先万物,求你保

′我們,免受火獄的刑罰.” (伙姆土的家厲章 19U-191市°)

同祥,伊斯土是世界上鼓肋求知与思索的首倡者。它倡早尋求哲

理,元淹它出自何赴.伊斯土汏力:哲理是信士的丟失物,元捻在哪

里友現,都由拉回并遵行,哪怕是出自惡魔之口。正如圣洲中圮裁 ,

艾布胡勒抓住來偷穆斯林根食的惡魔后,惡魔洗他可以教几句祈祐洞

鎗艾布胡勒,朵件是要放了他。之后惡魔如其教授了他。艾布胡勒告

泝使者后使者悅B “
思管他 (惡度)是↑騙子,但速次他肘你悅真活

了。
”
布哈林圣洲 5U1U段 。思管惡魔絰常撒謊,但是只要他悅了一次

有道理的活,我們也由接受°

三、注重人杈



伊斯土注重人杈、重視人的尊平,元淹在生前生后都极力保抻人

的生命、財戶和名替。真主以知伿和理智提高了人的品級,社人可以

和真主直接密淡而元需任何媒介。在真主面前,任何人都元杈赦宥即

人,哪怕是神胑人貝.每介人都和真主保持看最直接的夫系.清高的

真主悅: “蚤我的小人同起我吋,你悅3‘我是郃近的’,我答庄祈祐有

的祈持,址他們晌庄我,士他們月信我,以便他們扶正道.” (黃牛

章 186市°)

四、全面

伊斯土是全面的宗教,它所制定的法律涉及到人的生活帥各介盼

段。它照顧人炎生活杕男女取方逸擇自己滿意、柑愛、有教莽的配偶

組建家庭幵始,以便使孩子炔怀孕期同就能受家K影晌而健康地成長 .

元捻是孩重、青年、杜年、老人逐是去世后,伊斯土都鋡他規定了相

夫的律例。伊斯土的法律只是服努于人的,元捻他的精神、理智不是

身体。伊斯主力每介人制定了自己的生活,元淹他狄赴,或群居;也

元淹在家中,逐是工作中。同祥,伊斯土也制定了執政者与人民之同

的夫系;一介國家与另一介國家的夫系°甚而,伊斯〨照廠到了木的

今后兩世。

五、中和

伊斯土不是一介廠此失彼的宗教,它既津重精神,又注軍身体 ;

既要今世的幸福,也要后世的幸福;既夫心介体,又注重集体;既注

重介人自由,又主張杈利集中°伊斯土給了人充分的自由,又規定不

能以介人自由力借口而仿害別人。它合理規定垓思的又分和汐享的杈

利。伊斯〨沒有禁止人們食用佳美的食物,但也不允玝食用不洁的貪

物°伊斯土鎗了先知們座有的尊重,卸沒有狩他們推崇到具有神性的

地位。就速祥不避分也不怠慢,在万事中汫究中庸平和,不偏不倚°

六、現共性

伊斯土很符合人的天性,在伊斯土中沒有任何与人的現共生活有

悖的規章朵款。真主鎗人規定了一半能純洁人們心炅的功侈,卒半功

修都是在每介人力所能及的范田之內,所有的工作都是易懂筒行的.﹉

伊斯〨也注重人們舍肘車一工作仄煩的刁性,故而將功修多祥化,有



札拜、封希、天淉、朝覲、焚念真主等.它也照顧到人們的特殊情況 ,

如生病、出 i┐旅行等,所以給病人和旅行者規定了特殊的筒車教法律

例‘伊斯〨不像別的宗教一祥禁止一些人們的正常需求,它禁止的都

是村人自身有害的事情.伊斯〨不扼朵人們的正常情感,而鼓肋培莽

友展夫妻之同的合法爰情。因力伊斯〨鼓肋結婚,禁止私通。

七、筒明易行

伊斯主教的信仰和教法清晰明白,工作 目的筒車明物,元淹文盲

逐是孛者都能明白。它的教律中中沒有含糊其群的瞇浯和密碢 ,它也

沒有肘它的追隨者洗: “
困上眼睛只管信就行了

”.而是悅s “
你了

解孛刁,然后央踐.” 它將知洪放在了信仰和央踐之前°甚至有很多

未兄之事 ,如天堂及其中的恩典;火獄及其中的刑罰;真主的扁性等

都是可以用理性去了解的°星然我們不知道具体央辰是怎祥的,但我

們可以知道它的大体意思。真主悅: “
任何物体都不似象他,他确是

全昕的,全現的.” (仍商章 11市。) “听”
的意思很明白,但是真

主怎祥听我們不知道.因力Clj造者的听和被造者的昕是不一祥的。

八、剛柔并游

伊斯〨的价值規和 目杯星悅是固定不交的,但是迖到速些 目的的

方式方法都是可以炅活多交的。伊斯〨的很多教法律例是不合隨吋同

地魚而改交的,如必須要信真主、信天使、信天絰、信使者、信后世 ;

禁止崇拜除真主外的任何人、偶像等;禁止喝酒、偷盜、欺騙、悅謊

等行力。而有些法律是舍隨吋同、地魚、情況的不同而有所改交的 ,

如由伊瑪 目自己掌握的恁戒的刑罰、慫戒的种奕及形式等°逐有一些

根据特殊的刁慣而定的律例,它舍隨刁俗的改交而改交,如給所贍莽

的家厲月定庄鎗的生活安用等。

九、免遭篡改和歪曲

伊斯〨的所有法律都受到真主的保抻 ,它的明文不合被篡改,意
又不合被歪曲.清高的真主洗8 “

我确已降示教海,我确是教海的保

一

者.” (石谷章 9市 .)真主已銓抯保要保伊伊斯〨,所以我們看到

元捻它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沒有改交其本辰 .它被与在〺本上,背圮

在人心中.它沒有新︳日夠之分,不合世人混淆到底哪本才正确.真主



上成千上万的人們把古土銓圮在心里,如果有人在某介切合法古土絰 ,

即使他錯了一介字母,都舍有很多穆斯林由切給他糾正速介借淏,瓜

而址穆斯林安心遵妖他們所信奉的速套法律 .

十、最終的使命一包步所有以前的使命

伊斯土是最終的使命,在它之后直到复生日成立都不合再出現新

的使命。清高的真主悅: “替罕默德不是你們中任何男人的父素?而

是真主的使者,和尒先知的封印.真主是全知万物的.” (同盟軍章

的 市°)同祥,伊斯〨替代了以前所有的教法,真主派遣穆罕默德作

力全人奕的使者。真主悅: “我只派遣你力全人英的拫喜者和苦告者 ,

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賽伯邑章 2S市.)所有的人都蚤相信他;只

跟隨他。真主悅s “舍伊斯〨而尋求別的宗教的人,他所尋求的宗教 ,

鈺不被接受,他在后世是;折的.” (伙姆土的家扁章 BS市 .)

第四章 信仰与不信戶生的福与禍

綜上而途,我 6︳I知道,速介尸達精妙的宇宙告坼我們8它的Clj造

者是明哲的,他安排事情恰到好赴.我們很雅想象速介世界上所有的

物体都有它存在的晢理一哪怕是人身上的任何一介小小的器官一而唯

狙人的存在沒有任何目的和哲理可言,是徒然被造的.清高的真主悅 8

“
假若我要消道,我必定以我速里的本西做消道,我不是愛消道的.”

(尒先知章 17市 .)

真主沒有任何目的和哲理的Clj造 了人炎,送是不符合遐輯的.所

以,人的存在肯定有他的道理,那就是崇拜狙一的真主,速是所有有

理智的人都一致公汏的事情。清高的真主悅: “我tlJ造精炅和人英 ,

只力要他們崇拜我.我不要他們的供給,我也不要他們的奉莽.真主

确是供分万物的.确是有扠的,确是里定的.” (播种者章 茄 市.)

因力崇拜真主的工作需要有人采宣侍,以便了解真主的要求°力此 ,

明哲的真主派遣了使者,力人們用明崇拜真主的正确方法。并告泝人

們:准跟隨使者,他將荻得真主的喜悅,真主舍近其進入力敬畏者准

各的天堂;堆達抗使者的命令,真主便怞怒他,舍將其投入力犯罪者

准各的火獄。



如果沒有后世中肘犯罪者的怎刊和肘行善者的賞賜,怎能昱出工

主的公正呢?所以,信道且行著者和否汏且作惡者的豬局能不相同.

清高的真主悅: “球道我使9H版的人和犯罪的人
一

祥喝?你們有什/A

理由,你們怎么速祥地判研呢?” (芼章錉-36市
。)

我們將月向何赴?

是天堂逐是火獄?它倆有Ⅸ別喝?

古〨銓中有夫天堂和火獄的銓文有 s

清高的真主悅 :“真主持悅 8‘速而是城共有棹于城女人的日子 ,

他們得享下Ii清河的示囥,而永居其中..真主妄侻他們,他們也喜侻

其主.送而是什大的成功.”  (筵席章 119市.)

真主洗:“示囥的居民在那日而是八事于愉示的t他們和自己的π

們,在材茁下,革在床上.他們在示日中,特有水果 ,并有他們所要

求的惠典. “平安 :” 速是八至慈主友出的祝#.” (雅辛章 59兒

市.)

真主悅 :“信道而且行苦者,我必使他們在示囥中得居在下怕活河

的栓上,他們持永居其中,工作者的扭酬真好 :” (蜘蛛章 SB市。)

真主洗:“你們庄由爭取瓜你們的主友出的放宥,和与天地一祥ㄏ

岡的示固,那是真主的思典,他籽它文賜他所意欲者.真主是有宏恩

的.” (佚章 21市。)

真主悅 :“敬長的人們所蒙庄汻的示囥,其信狀是速祥的:其中有

水河,水廣不店:有乳河,乳味不交;有酒河,伙者林快B有蜜河 ,

蜜反純清B他們在示日中,有各种水果,可以享受,朮道与那永居火

獄,常伙沸水.肋寸寸析的人是一祥的喝?” (穆罕默德章 15市 .)

真主悅:“我而已力火獄而tIj造了汻多枯炅和人炎,他們有心卸不

用去思錐,他們有眼卸不用去視察,他們有耳卸不用去昕同.速等人

好像佳宙一祥,甚至比任古逐要迷淏.速等人是疏忽的.” (高赴章

179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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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悅:“其主庄#仿信士的男女和不信道者,他們特入火獄,井

永居其中,火獄是足以恁治他們的.其主已沮咒他們,他們特受永恆

的刑樹.” (忏悔章UB市 .)

真主悅:“其主引早准,堆就是遵循正道的:真主使堆迷淏,他不

能力║友現真主以外的保

一

者.在复活日,我特使他們又咕又旺又工

地匍句若集合起來,他們的9H宿是火獄.每由火勢減弱的吋候.我珀

加它們的火焰.” (夜行章田市 。)

真主悅:“不信道者,粹道火獄的刑捌;既不判他們死刑,社他們

死亡:又不滅在他們所道的火刑.我速祥拫酬一切忘思的人們.他們

在里面求救悅 :‘ 我們的主晴:求你放我們出去,我們特改進迂苦.︳ 准

道我沒有延長你們的拜效,使能党悟者有党活的吋同喝?古告者已降

●i你們了.你們芸斌刑捐吧,不又者免沒有任何援助者t” (Clj造 者

章 3U-36市 .)

真主悅:“他們持被投入火獄,速就是你們生前所否汰的火刑.江

是庄木呢?逐是你們看不兄呢?你們迸火獄去吧:你們忍受其中的刑

罰与否,隨你們的便,那肘于你們是一祥的.你們只受自己行力的扭

〣.” (山岳章 13-16市。)

真主洗:“他們匍旬看被拖入火獄之日,持肘他們悅 :〞你們芸拭火

獄的燒灼吧:” (月亮章鍶市.)

真主悅:“不信我的述象的八,我必定使他們入火獄,每由他們的皮

扶虎焦的吋候,我另換一套皮欣鈴他們,以便他招芸拭刑樹.真主而是万

能的,确是至各的.” (如女章SU市 。)

真主洗:“在那日,你特看見罪人們常看枉枯,成取成肘地被扣鄉

起來:他們的村衣是用浙青做的,火籽先單他們的肚.以便真主依括

各人所行的善惡而加以拫酬.真主确是清算神速的.速是肘尒人的充分

的表示,以便他們因此而受苦告,以便他們知道他只是狙一的被崇拜

者,以便有理智的人圮取教海.〃 (易 卜拉欣章的丐2市。)

真主悅:“不信道者,粹一吋一肘地被赶入火獄,追他們來到火獄

前面的吋候,火獄們打丌了,管火獄的天神要吋他們悅8‘堆道你們法

中的使者沒有來肘你們宜法你們的主的述象,并

一

告你們特有今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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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合唱?’他們悅8‘不然:不不信的人們,座由受刑罰的判決.’或者

肘他們沈8‘你們迸火獄去,并永居其中吧!自大者的住赴真惡劣 :’

效畏主者粹一肘一肘地被邀清入示囥,追他們來到示前面的吋候,囥

ㄇ打丌了,官囥的天神要肘他們悅8‘視你們平安 :你們已銓純清了,

所以清你們迸去永居吧!’他們悅8‘一切焚頌,全月真主 :他9.l我們共

出了他的夠言,他使我們皴承示土,我們在示日中隨意居住.工作者

的報酬真优美︳’’’ (臥伍章71-94市 .)

真主洗8 “如果你們怀疑我所降示鈴我的仆人的銓典,那末,你

們斌作一章,井舍真主而祈持你們的兄江,如果你們是城共的.如果

你們不能作一你們鈺不能作一那未,你們對防各火獄,那吋用人和石

料做燃料的,已力不信道的人們面各好了.” (黃牛章23-24市 。)

真主洗: “速等人,以正道換取迷淏,以放宥換取刑刊,他們真

能忍受火刑 :” (黃牛章175市°)

真主沈: “你悅8‘真理是你們主降示,堆愿信道就士他信吧,堆

不愿信道,就址他不信吧.’我已力不文的人預各了烈火,那烈火的姻

卒特先單他們.如果他們 (力干渴而)求救,就以一种水供他們解渴 ,

那种水象浙青那祥虎灼人面,那伙料真糟糕 !那月宿真惡劣:信道而

行書者,我必不使他們的善行徒芳旡酬,速等人得享常住的示囥,他

們下lln者河,他們在示囥里佩金疲的手留,穿錢步帝緞的象袍,靠在

床上.那拫酬真优美 !那月宿,真美好 :” (山洞章2g-31市 。)

第五章 在今世之后是什么?

如果你現在已銓月信速介宇宙的tll造者是狙一的真主;穆罕默德

是真主的使者°速就意味看你要相信穆罕默德使者悅的一切,服杕他

所命令的,迅离他所禁止的事項.速祥,你已銓皈依了伊斯〨,就是

一名穆斯林了.你已銓做了伊斯土五功中的首項,你座由向真主祈袸 ,

近你汏清真理并帑助你努力去追隨它,士你汏清虛妄并沚你迅离它。
只要有人城心地向真主祈袸,真主一定舍答庄他。你要知道;堅持伊

斯〨的道路很容易°伊斯土的五項重要功淉是:

18兄狂除真主外.沒有座受崇拜的神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



28做札拜.每天五次札拜,每次札拜都不超避五分仰 .

3:交納天淉。天澡只是取自富人的一小部分財戶,將它用于按汫

究人和有需求的人.它只是在富人所用未絟商的財戶中的百分之二

魚五,而且不上任何額外稅°

4:封伊斯土夃九月的話。

5:有能力的人一生要朝覲天房一次.

力行了速五項基本功修且沒有苹亦真主的人,他舍在后世入住真

主的天堂。我們祈求真主址我們大家都入住他永久的天堂 .

在此,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去多演、多看,用狂据來研究出事央的

真相。沒有古土銓和圣洲的依据,我們不輊易接受任何人的言淹.清

高的真主悅: “他們沈B‘除犰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外,別的人免不得入

床囥.’速是他們的妄想.你沈8‘如果你們是城共的,那么,你們拿出

江括來吧︳’不然,凡全体月順真主,而且行著者,持在主那里享受扭

酬,他們特未沒有恐俱,也沒有优佔.” (黃牛章 111市。)我們也

不要只看有些自林是穆斯林的人的所作所力,他們也玝舍借,但伊斯

〨不舍錯。我們學刁圣洲,杕穆罕默德看伊斯土教.重要的是理捻依

据,而不是介別人的行力和兄解°

如果我們看到了真理,就庄垓立即去遵循,不垓再有任何耽擱。

速就像我們往西走,在半路友現我們在朝系走,我們是直接淍特方向

呢?逐是舍悅:‘雞絞走一舍再特共
’
呢?”

我們每介人都希望后世的天堂,那么,我們都庄由及吋淍整方向 ;

如果我們友現自己正在朝看火獄的方向前行,不但沒有停止,反而安

慰自己悅: “
以后我們舍特看走回去的

”,准又力我們保狂我們能在

死亡前琱共呢?

我祈求慷慨的真主慈憫我6〡J大家,士我們大家順利地去做他所喜

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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